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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助理班主任的日子
戴蓥皓  15岁

在荷兰的中学，为了让新生能更快更好地熟悉中学环境，
初一年级的每个班级除了班主任以外，还设置了两个来自高一年
级的学生当助理班主任，这样，助理班主任们可以将自己当初的
经验和感受告诉新学生，使他们能够轻松愉快地度过从小学到中
学的过渡期。此外，设立助理班主任的另一原因可能是，学生与
学生之间更容易交流吧。

今年，我非常荣幸地被选为其中一个班的助理班主任。我
的主要任务是：协助班主任管理好班级，设法帮助学生解决各方
面的问题，让他们尽快熟悉并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在不影响自己

学习的前提下，我会尽可能多地与学生们接触并关心他们。我和班主任之间也有定期
的联系。另外，助理班主任还要参加初一年级的所有活动，比如说新学期郊游、圣诞
晚餐，圣尼古拉斯节日活动、运动会等等，工作量还是蛮大的。

作为助理班主任，我参加的第一个活动自然是新学期的郊游了。在新学期的第三
个星期，学校组织了一场为期三天的郊游活动----相识野营。看得出来，对这第一次
中学的集体活动，学生们都很期待，非常兴奋。第一天上午，所有学生带着各自的行
李，排着队按班级顺序准备上等待已久的大巴车。因为是野营，需要自己带睡袋，所
以学生们的行李要么多要么大，这对一个刚进中学的学生来说，是件很吃力的事。于
是，我们助理班主任、班主任还有热心的司机叔叔纷纷去帮助他们把行李放在大巴下
层的行李箱里。学生们最后给前来送别的家长们一个告别吻，然后就欢天喜地地上车
去营地了。

在大巴里，我第一次切身体会了当助理班主任的感受。在和学生们交流时，他们
非常有礼貌地像对待班主任那样称呼我“您”，我心里一惊，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
人对我说“您”，不免有点好笑，但心里也暗自得意，突然觉得有种长大了的感觉，
不由得在心里告诫自己：行为举止一定也要像个大人了。

到达营地后，同学们按照分组进入各自帐篷，稍微休息后准备进行下午的活动。
这个营地的前身是由荷兰哮喘病基金会为荷兰哮喘病儿童患者建立的一个营地。固定
帐篷设在森林中的一块空地上，周围景色优美，空气清新。下午的活动内容是分组到
森林中搭建小木棚，搭建所需的所有材料都必须自己在森林中寻找，最后还有评奖，
看哪个小木棚搭建得最好。我们助理班主任的任务是帮助本班同学圆满完成任务。我
们建议他们先分工，然后再按各自的任务开始搭建，这样才能有条不紊。看到同学们
在搭建过程中互相帮助，紧密合作，直到最后完成任务，我们才松了一口气。那天晚
上天黑了以后，我们还组织学生们到森林里寻宝，而此行真正的目的是由带着面具的
老师和助理班主任们吓唬他们。我没想到这个活动这么好玩，据说人们在共同经历过
被吓唬后更容易增进感情，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第二天是体育活动，共有15个项目，总分最多的班级可以获奖。助理班主任和班
主任们一起担任裁判。不过很遗憾我的班级最终没能得奖。第二天晚上是跳迪斯科，
同学们都非常兴奋，跳得很尽兴。在学生们的邀请下，我们所有助理班主任还集体表
演了一番。当同学们结束一天的活动回到各自的帐篷睡觉时，我们这些助理班主任还
要和第一天夜那样轮流值班，监督他们好好休息。

第三天早饭，我们又多了一项任务，就是帮学生煎鸡蛋。通常吃饭时我们只需要
帮忙送饭和收拾餐桌。哇！我那天早上煎了好多鸡蛋，数都数不过来了。吃完早饭，
大家又做了一个“宾果”游戏，下午我们就乘大巴回学校了。

坐在大巴里，看着我的这些“学生们”有的还在非常兴奋地相互交谈，有的已经
累得犯困，还有的干脆就睡着了……我的心里感到很温暖。虽然这三天很累，但我非
常高兴，因为我已经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责任感——在以后
的日子里，我一定更加尽职做好助理班主任。我衷心祝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

作为丹华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对外合作项目之一，我从2012年
9月份起，开始了在Marnix  Gymnasium学校的中文教学。虽然我从
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已有7、8年的时间了，但是走进荷兰中学教
书，还是第一次。迄今半年多的教学令我感触良多，中间既有困
难也有收获，在这里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准备工作

到Marnix中学教中文
不 但 对 我 个 人 是 一 个 挑
战，因为关系到丹华校舍
问题，对丹华来讲也意义
重大。为了充分做好准备
工作，在开始上课之前，
我首先和负责教学的副校
长进行了面谈，从她那里
更明确地了解了教学目的
和学校对这次中文教学的
期望。

和我以往的教学不同，这次Marnix中学的教学是针对初一年
级的学生，教学目的不是深入系统地学习中文，而是利用5周的短
期课程，让荷兰学生们对中文和中国文化有个大致的了解，并通
过这个课程激发他们对中国的喜爱和对学中文的热情。

在明确了教学目的之后，我开始着手设计教学课程。如何在
短短的5周里，让荷兰学生对中文产生兴趣呢？我在两节课90分钟
里面，安排了前60分钟上中文课，后30分钟安排上5次中国地理、
历史、和文化的荷文动画课件展示。这样学生们在中文课上不知
不觉地就学到了中国常识，对中国和中文都有了简单的认识，从
不了解到了解，从了解到喜爱。这事说来简单，做起来却不容
易，教案准备工作花了我很长的时间，不过，想到能让这些荷兰
孩子了解喜爱中国，日后在中荷文化、经贸往来中，多几个对中
国友好的使者，我觉得这个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

和华人的孩子相比，荷兰的孩子都很高大、早熟，敢于提出
反对意见，加上鹿特丹的外族居民较多，班里各民族、种族的学
生都有，又正处于青春期，要让这样的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认
真地学习中文，光是充分准备课件还是远远不够的。

幸运的是很多丹华的老师们都同时在荷兰的中学、大学任
教，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在和其他老师们的交流过程中，我从他
们的成功和挫折中总结了一些经验。另外我也请教了我的几位荷兰
教师朋友，从中得益不少。

经过与同行的交流，我明白了一点：作为一名荷兰的华语
中学教师，除了设计上课内容外，还面临着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问
题，那就是如何维持课堂秩序并赢得学生们的尊重。

课堂实战

经过充分备战之后，实战开始
了。第一节课至关重要。在第一堂课
上，我首先运用荷兰文和学生们交流
并做了自我介绍，通过自我介绍，让
学生认识了我，学说我的名字“郑老
师”，并给每个学生1分钟时间进行自
我介绍。通过学生们的自我介绍，我
尽快熟悉了每个学生的情况，记住学
生们的名字，之后便以充分的自信站
在讲台上，掌控课堂气氛。

针对荷兰学生比较散漫的特点，
我每次上课前，都要先强调一下纪
律：上课了，首先点名，然后学生们

要学会的是问好，用中文问“老师好”；下课时，不可以铃声一
响，就开始收书包，要先一起说“老师再见”。这样的反复训练
有助于同学们养成遵守课堂秩序，尊重老师的习惯。

记得上第一节课时，每当我带读中文四声的时候，总有同学

在偷笑，我开始时，很生气，想马上责罚那几个男生。但后来设
身处地一想，对于荷兰孩子来说，中文的四声在荷兰语和英语里
都是没有的，很多我们中国人认为理所应当的发音，在荷兰人听
起来是很陌生，很奇怪的。于是第二次上课时，在我带读之前，
我就先给同学们解释说，中文和荷兰文、英文是完全不同的语
言，很多发音听起来很奇怪，但是你们不要笑，如果每次都笑，
就学不到中文了。在我讲完后，同学们就没有再笑了，都很认真
地跟我读。设身处地地考虑问题，认同学生们想法，我觉得这个
方法很有效。理解和尊重是互相的，老师尊重学生，也会赢得学
生们的尊重。

Marnix是一所Gymnasium中学，在荷兰相当于中国的重点中
学，来这里的学生都是学习好、接受能力强的孩子。这群孩子的
特点是爱动，精力集中的时间有限，需要有足够的挑战。针对他
们的这些特点，我在制作课件过程中，为了调动学生们的积极
性，我把主题动画课件做成了抢答竞赛的形式，分组比赛积分，
或男生和女生比赛。这样学生们不是被动地听，而是互动式的参
与，每个同学都积极地举手抢答，气氛非常热烈，30分钟的文化
常识课往往在学生们的笑声和感叹声中很快就过去了！

至于要如何在短短的60分钟里让学生们尽快掌握这门陌生
的语言呢？我的经验是给学生们尽量多的时间去实践，让学生们
自己说，自己展示。尽量多用鼓励式语言，让学生们自信地说中
文，学生们看到自己的进步，就会渐渐喜欢上中文了。同时，我
也结合课堂内容，让学生们学习一首简单的中文歌曲，让学生们
在歌声中记住中文。一次喝咖啡的时候，Marnix的一位老师告诉
我，他们班的学生们课间在唱中文歌呢，很有趣。我听了也感到
很欣慰。

培养感情

作为一名中文老
师，我喜爱这份工作
是因为它时常让我感
受到自己的责任和使
命。虽然这些荷兰孩
子 在 短 短 的 5 次 中 文
课中，只能学到一些
最简单的对话，但是
我相信，通过我的努
力，我能让他们正确
了解中国，甚至培养

出对中国的感情。
比如班里一位同学告诉我，他不想学中文，他想学日文。

针对这个问题，我在说讲汉字时，就拿了汉字和日文的假名作对
比，让同学们找出哪个是汉字，哪个是日语的假名。结果同学们
发现，原来日语里很多汉字，由此也知道了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文
化渊源。在讲到中国的少数民族时，针对很多荷兰人都以为西
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和中国文化没关系，不属于中国这个误区，
我找了包括藏族、维吾尔族、回族等各民族少女穿着民族服饰的
照片，和日本、泰国、越南的少女放在一起，让学生们找出哪个
不是中国人。从这些小游戏中，学生们认识到了原来中国有56个
民族，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服饰和传统。中国对他们来讲不再是一
个单一的红色，而是由各种色彩、各种文化融合而成的大家庭。

在中国新年来临之际，正巧我们在讲解汉字的对称结构。结
合春节，我让每个同学制作了有“春”字剪纸的贺年卡，送给自
己的父母。卡片正面写上“新年快乐”，在背面我帮同学们打印
了荷兰文的春节的含义。这样，我们班的每个学生都变成了中华
文化的小使者，把中国的新年文化传达给他们的父母家人，让更
多的荷兰人和我们一起感受春节的气氛。

“春色满园关不住”，在春天即将来临之际，作为一名普通
海外华文教育工作者如我也欣喜地看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
渐强盛，再加上海外华文教育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华文教育之花
已在荷兰扎根并开始茁壮成长，至少我在Marnix中学也撒下了一
颗种子，为此我感到非常自豪。

在荷兰中学教中文
丹华教师  郑楠读书的快乐

安晟  14岁

当我读书的时候，我就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
界：有时我在大草原上，有时我在大海里，有时我
好像穿越到古代，和现实分离。我因此去过很多地
方，看见很多故事发生在我眼前，而且每次的感觉
都不一样。

半年以前，我还觉得中文书很无聊，但今年
夏天我去北京旅游时，在书店里看见了几本言情小
说，封面很漂亮，因此我就买了几本拿回家看。刚
打开第一页，我就被它吸引住了。从那时候起，我

一有空就去书店买书， 一个月内买了将近50本小说，有科幻小说，历史小
说，武侠小说等等。我最爱读的是带一些眼泪的言情小说。我还买了几摞
最火的漫画书拿回荷兰看，连我的懒弟弟都开始跟我一起读漫画。现在，
比起英文书，我更喜欢读中文的了。

在我买的书当中，我最爱读的一本书名叫《谁是谁的第一恋人》。它
是讲一个叫做“蓝秋”的姑娘，两年前在一场车祸中失去了光明，只能靠
着香气来认人。她在住院的时候遇见了一个少年——叶，他们俩很快就堕
入爱河。当篮秋做完手术，可以重新看见以后，她去了紫堂高中寻找叶。
但她却认错人了，这个误会让她很伤心。当她终于认出叶时，她发现叶就
是那个让她失去两年光明的人。经过一场风波之后，他们俩终于理解了对
方，找到共同的快乐。这个故事让我看到了细腻的情感，爱情的甜蜜与痛
苦。

通过读书，我还学到了一些中国历史知识。一般情况下，在中文课堂
上我是记不住这些资料的，但我在读穿越小说时，却大概地了解了中国历
史。精彩的故事加上真实的历史人物让我简简单单地记住了历史事件和人
物，比如什么是世上最轻的衣裳，中国皇帝和朝代的名称等等。这些书也
让我更了解汉语文字。因为我生活在国外，通过读中文书，我可以在学英
文和荷兰文之外，增加我对汉语的认识。

读书让我的世界更丰富、更灿烂。它帮我扩展了见识，就像春天里
的花朵，当她沐浴在阳光中，她会更加娇艳，更加姹紫嫣红。那阳光就是
书，而花朵就是我。我很爱读书，它让我变得更有思想，让我在虚拟世界
中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使我成长，使我成熟。书真是我最好的朋友！

第一次单飞
虞养正  13岁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只小小鸟，我要飞却
飞不高，我飞上蓝天才发现自己无依无靠……”这
是台湾著名歌星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中的歌
词，我非常喜欢，因为它就是我的写照。从小到
大，我一直生活在父母身边，从未离开过一天的时
间。我想飞却永远飞不高、飞不远。今年暑假里，
我终于有了一次单飞的机会，因为我获得了“海外
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知识竞赛优胜奖”，有机会去
昆明参加夏令营。可妈妈就是不同意，因为她不放

心放我单飞。后来经过班主任赵老师的劝解，她又反反复复地考虑了一
周时间，这才给我报了名。当我得知真的能如愿以偿后，兴奋得睡不着觉
了：终于可以脱离妈妈的“魔爪”啦！终于可以尽兴的玩手机玩相机啦！
终于可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啦！

盼着等到了出发的日子，可是事不随人愿，我一上飞机就觉得不舒
服。好不容易到了贵阳经停，坐在候机室一摸，额头烫得要命，头痛、喉
咙痛，显然是感冒了。我没了主意，赶紧给妈妈打电话，妈妈一听我感冒
了，心急如焚，想买机票赶过来，还是爸爸在边上打消了她的念头。爸爸
说，孩子就要让他学会照顾自己，这就是锻炼的机会。于是我按妈妈的指
示，把包里所有的常备药都拿出来，接照说明书吃了感冒药。到了昆明，
继续吃了两天的药，仍没好转。因为塞鼻，我都坐着睡觉，但我没敢告诉
妈妈。后来我告诉了带队老师，她带我到医务室拿了药，终于控制住了感
冒。由于我带了常备药，还帮同学治好了腹泻。我突然感到自己真的长大
了：以前生病要妈妈整天围着我转，可现在我能自己战胜疾病了！

感冒好了后，其他问题接踵而来。我在家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从
小到大，我丢过n件衣服、n个铅笔盒、n个水壶。今年5月份，姨妈一家来
荷兰度假，妈妈给我20欧元去买生蚝刀，我出门5分钟就发现钱不见了踪
影，于是哭着骑车回家。一按门铃，妈妈看见我哭丧着脸站在门口，就猜
出我丢钱了。这件事让我在亲戚中“名噪一时”，临来昆明前，还有人取
笑我，说我去参加夏令营，15天要带15件内裤，说我这么喜欢丢东西，最
后会连内裤也会管不住。妈妈在我出门前，把所有的随身物品记在我的备
忘录里。这次到昆明要自己带着手机、相机、房卡还有好几百块钱，每天
要自己管理好所有的随身物品，真的很难。我怕丢，想把东西交给同房间
的戴蓥皓同学替我管理，因为他比我大，而且有过参加夏令营的经历。但
他却说：“如果东西都放我这里保管了，万一我把房卡丢了，那我们两人
都进不了门了。你要学会管理自己。”我想想他说的有道理，于是每天出
门前都检查一遍自己的物品，活动好了再检查一遍，所以这次我把所有的
东西都一件不少地带回了家。厉害吧？！

这次夏令营我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虽然带回家的衣服显得有点发
黄，但这15天来的衣服毕竟是我自己洗的。我还学会了在没有大人陪同的
情况下坐飞机来回。第一次单飞，我虽然吃了不少苦，但学会了很多在家
里、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更多的是尝到了乐趣。

我是一只小小鸟，虽然不能飞得很高，但终究有了一次独自放飞的经
历，单凭这点就值得自豪。

喂鸽子
关祈南  10岁

在我们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河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广场，
那里每天都会有一群鸽子。

我每天下午2点半放学回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拿上面包去
广场喂鸽子。两年多来，差不多天天如此，我和鸽子们已经成为
了好朋友，我还给它们其中的几只取了名字呢。每次喂完面包回
家时，它们还会跟着我，依依不舍的陪着我回家。很神奇的是，
它们不但知道我住的地方，而且还能记得我放学回家的大概时间
呢。听妈妈说，有几次下午两点多我不在家，她想出门买东西，
谁知道刚一打开门，一群鸽子就不知从哪里一下子飞到门口，把

妈妈吓了一跳，鸽子们看到出来的是妈妈而不是我时，“哗”地一下就都飞跑了。
暑假里的一天，我正在客厅看电视，突然听到好像有什么东西落在了窗台上，

我忙站起身来往外看，原来是我天天喂的鸽子们来找我了，因为我一直在看电视，到
了时间却忘记去外面喂它们。我赶忙拿起面包下楼，走到门口，边撕着面包边向广场
方向走，我的这些鸽子朋友们也跟在我的后面，它们有的走着、有的跳跃着飞在我身
旁，到了广场，当我一伸出手，立刻有几只鸽子互相争吵着站在我的手上、胳膊上、
肩上。我慢慢蹲下，伸出腿再拍一拍，又有几只鸽子站在我的腿上了。我试探着想摸
摸它们，但它们有点怕，跳开了。没过几秒钟，它们又飞到我的身旁，歪着小脑袋眨
着眼睛看着我，我再次轻轻地去摸它们，还不停地轻轻说：“别怕，别怕，我是你们
的朋友呢！”我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去摸摸它们的小下巴，它们很友好地接受了我。
我得意极了，真是太喜欢它们了！

还有一次，在妈妈的餐馆里，有一位客人在门外边抽烟边等着取餐。餐点做好
后，妈妈让我去门外送给客人，当我拿着袋子在外面找客人的时候，又是那群鸽子
不知从哪里飞到了我的身边，我忙对着它们喊：“这不是给你们的，明天广场上再
见。”说完我一挥手，它们就飞跑了。这时有几个路人问我，这鸽子是不是你家里养
的，我笑着告诉他们：“这些鸽子虽然不是我私人养的，但我已经把它们当成自家人
一样关心和爱护它们！” 

荷兰著名作家王露禄将于2月23日下午2:40在丹华学校举办文学讲座。这将是王露禄首次来到海外中文学校为师生作
文学讲座，届时她将观摩丹华学校高级语文班和低年级《中华字经》教学。在讲座中，她将介绍她新出版的《荷兰，我爱
你！》，也将讲述她在荷兰侨居26年所经历的中西文化差异，她又是如何理解和吸收西方文化的精髓，从各个不同方面向
荷兰社会与民众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以及自己融入荷兰社会的信心与勇气。

欢迎丹华家长和文学爱好者参加！

新年王露禄文学讲座预告

2月9日周六适逢中国除夕年三十，丹华藉此迎新春，学校到处喜
气洋洋。

一早学校领导就为孩子们准备了红包和贺年糖果，中午时分，
黄音主任和名誉主席黄兴华先生来到最小的幼儿班和一年级、二年级
《中华字经》班为小同学们送糖果和发红包，孩子们齐声高呼：“新
年好！”“新年好！”接过红包和糖果的孩子满面笑容，特别兴奋。
接着校长李佩燕和助教们一起为全校各班大小学生送去红包和贺年糖
果，有些学生很感动，跑到校长跟前鞠躬表示感谢并祝大家新年好。
当天各班老师们都给孩子们介绍了中国除夕的传统内容，还举办了各
种有趣的迎新春活动。孩子们都了解了除夕对海外华人也是极为重要
的，这一天我们可以跟中国老家的亲人们一样，也准备除旧迎新，吃
团圆饭。

各班的各种精彩的活动有：观看中国北京春晚节目片断；讲“过
年”的故事；观看中国十二生肖故事的视频；举办新春猜谜、猜字活
动；唱中国新年歌曲等等。在丹华最高班——高级语文班，除了迎新
活动外，班主任还结合课堂特设了一项颁奖活动，颁发了同学们经过
数月角逐期待已久的结果——演讲优胜奖。正在忙着给各班发红包和
糖果的李校长也特别抽空到该班担任颁奖嘉宾，为颁奖活动增添了一
份郑重和喜气。丹华学校让生活在欧洲的华裔子弟不仅能尝到贺年糖
果，收到红包，还能从各种有趣的迎新春的活动中接受中国传统春节
文化的熏陶。

当晚丹华全校老师和家属们在喜临门酒店二楼举办了年夜团圆晚
会，更是把丹华迎新春的活动推向了高潮。学校歌咏队的孩子们在晚
会上先表演了《春天在哪里》歌曲，接着老师们演唱卡拉OK迎新春歌
曲，最后全校老师高唱中国歌曲《大中国》。老师们唱着：我们都有
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家里盘着两条
龙，是长江与黄河，还有珠穆朗玛峰是最高山坡……。不过，在他们
心里也唱着一首歌，那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丹华。兄弟姐
妹都很多，工作都不错。大家团结一条心，是倾情与奉献。牢记海外
华文教育，是造福千秋业……。丹华迎新春的活动体现了海外华文教
育工作者们在欢庆中国传统节日中，不忘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使命。 

（丹华稿 董仕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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